
嘉质〔2020〕19 号

关于召开嘉兴市质量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本会会员企业、各位高级个人会员:

经嘉兴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定于 10 月 20 日下午 13：30（下

午 13：00 开始报到)在嘉兴沙龙宾馆（嘉兴市南湖区环城南路 393 号）

召开嘉兴市质量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听取并审议赵绍仁会长关于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及对第七

届理事会的工作建议；

2.报告审计部门对第六届理事会换届审计结果；

3.审议并修改本会章程个别条款及会费标准；

4.代表发言；

5.宣布嘉兴市质量协会“质量事业终身成就奖”名单，授奖；

6.选举本会第七届理事会及监事会。

二、参加人员：

1.本会全体团体会员企业代表，每个企业派代表 1-2 人；

2.本会第七届理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附名单）；

3.本会全体高级个人会员（附名单）。

三、会议时间：10 月 20 日下午，约 2.5-3 小时。



四、会后立即召开本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会，选举会长、常务

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聘任本会高级顾问及三个工作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任命秘书长（时间约 45 分钟）。

请会员代表务必准时到会，理事会、监事会候选人因要逐个向大会

介绍，并站起来与代表见面，请不要委任他人参加。

请接到本通知的会员企业，确定参加大会代表，并请填写回执。

第七届理事会、监事会候选人、高级个人会员亦请及时填写回执。

回执请于 10 月 15 日前回复市质协秘书处，以便资料准备。

（电话：82086036；传真：82087593；邮箱：jqca2004@163.com）

欢迎企业自愿向大会赠送花篮，以示祝贺。有意赠送花篮的企业请

事先与秘书处联系，谢谢！

嘉兴市质量协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

嘉兴市质量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回执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加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



附：第七届理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赵绍仁 日本电产东测（浙江）有限公司

2 黄石平 浙江嘉科电子有限公司

3 莫炳荣 浙江嘉名染整有限公司

4 祝金山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 熊炜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6 詹国良 国网浙江桐乡供电公司

7 任家贵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 邵铭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姚珄铭 浙江天女集团制漆有限公司

10 王丽琴 嘉兴市南湖花卉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11 胡海俊 嘉兴越新服装有限公司（退）

12 李国元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艾小杰 浙江欧迪恩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陈宇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15 徐晓群 神钢特殊钢线（平湖）有限公司

16 蒋兰 浙江兰宝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17 汪晓青 嘉兴市天和制药有限公司

18 王梦云 嘉兴市质量协会

19 顾林英 浙江欣欣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章晓岚 雅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张明莉 桐乡市一品斋茶食有限公司

22 王建虹 浙江桐化化工有限公司

23 刘建英 嘉兴永成制衣有限公司

24 戎豪 嘉兴市食品肉类有限公司

25 张娟 浙江金达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徐云明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7 徐建荣 嘉兴净湘电线厂



28 强相壮 浙江嘉科电子有限公司

29 王程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项德明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31 顾文伟 嘉兴市迪贝斯电声有限公司

32 徐一剡 浙江禾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33 庄翠芬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4 周良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朱冬伟 浙江欣兴工具有限公司

36 向海霞 浙江永高电池有限公司

37 王其锋 浙江哈亿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 沈华 浙江中法制药有限公司

39 傅朝明 浙江诚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0 陈炎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41 俞德伟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海盐分公司

42 俞晨晓 浙江中鼎纺织有限公司

43 钱惠菊 浙江中鼎纺织有限公司

44 钱朋超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 程世峰 韩泰轮胎有限公司

46 姚福泉 嘉兴市恒光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路灯分公司

47 朱建新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8 过浩 国网浙江供电公司嘉兴分公司

49 金春亚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50 曹群英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51 古丽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退）

52 肖金甫 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公司

53 林昭廷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钟涤生 嘉兴市绢纺厂（退）

监事会候选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刘文珠 浙江兰宝毛纺集团有限公司（退）



2 杨蓉霞 嘉兴市质量协会

3 宋文荣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附：高级个人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嘉兴市越新服装有限公司（退休） 马月英

2 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华

3 日本电产东测(浙江)有限公司 张明杰

4 浙江江南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退休) 钱景镐

5 浙江嘉名染整有限公司 莫荣明

6 浙江嘉名染整有限公司 刘云

7 浙江嘉科电子有限公司 钱晶晶

8 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 李元林

9 桐昆集团恒瑞厂区 沈红仙

10 嘉兴市食品肉类有限公司 盛伟达

11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祝琼静

12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钱宇锋

13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邵恒

14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刘金凤

15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陈国泉

16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顾情情

17 江苏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刘逸

18 禾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胡苗苗

19 禾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鲁华

20 嘉兴市迪贝斯电声有限公司 顾文伟

2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罗玉华

22 嘉兴汇源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张林荣

23 嘉兴汇源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吴林华

24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沈加元

25 梦迪集团 王水林

26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刘泳

27 浙江长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熊燕兵



28 日本电产东测（浙江）有限公司 张伟

29 日本电产东测（浙江）有限公司 董建丰

30 莫利电机（嘉兴）有限公司 嵇俊

31 亚达管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李萍

32 亚达管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廖伟尧

33 亚达管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庞亚君

34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郑华峰

35 浙江天创信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郑韡

36 浙江诚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费刚

37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海盐分公司 牛俊伟

38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郑友协

39 浙江中鼎纺织有限公司 钱惠菊

40 嘉兴市宏丰机械有限公司 唐宏明

41 浙江润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陈乾龙

42 浙江润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任凯军

43 民丰特纸种股份有限公司 李占元

44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冯国金

45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胡美珍


